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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五下課程「水溶

液的酸鹼性質」單元中，小朋友認識到很多

植物都富含花青素，可以作為天然酸鹼指示

劑，檢驗水溶液的酸鹼性質，例如：紫色高

麗菜汁、紅鳳菜汁、黑豆水…等。筆者之前

曾參加過自然科研習，有講師介紹薑黃試

紙，提及薑黃中的薑黃素也是一種很不錯的

酸鹼指示劑材料，薑黃素在中性、酸性條件

下呈黃色，例如：與鹽水和食用醋作用會呈

現黃色；而在鹼性條件下，當 pH 大於 8 時，

薑黃素會由黃轉紅，呈現紅褐色，例如：與

小蘇打水或肥皂水作用會變成紅褐色。因此

筆者這學期以薑黃試紙為主題在任教班級內

進行延伸課程，希望藉此活動讓六年級學生

複習上學期學過的水溶液酸鹼性質單元，並

認識另一種不同於花青素的酸鹼指示劑。 

■薑黃素是什麼？ 

薑黃（curcuma）是咖哩粉中常見的香料

成分，它是一種從薑科植物的根莖提取得到

的黃色色素，薑黃素（curcumin）是最主要

的薑黃化學成分，具明亮鮮豔的顏色，它對

還原劑穩定，著色力強，不易褪色，可以作

為食用色素，嚐起來味辛，帶點土味，常用

來作為咖哩等食品添加原料。除了作為食品

原料，薑黃素也具有廣泛的藥理作用，在古

印度及中國醫學都曾使用薑黃來治療發炎性

疾病、皮膚疾病及創傷，近代研究證實薑黃

素（curcumin）具有如降血脂、抗氧化、抗

發炎等功能。2004 年時發現薑黃素能抑制

HIV-1 整合酶活性而用於愛滋病的臨床試

驗，此外，抗癌是薑黃素的主要藥理活性之

一，其抑制腫瘤的作用已在許多動物實驗中

得到反覆證實，其具體抗癌機制已成為近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7%9C%E9%BB%84%E7%B4%A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99%8D%E8%A1%80%E8%84%82&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97%E6%B0%A7%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A%97%E7%99%BC%E7%82%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A%97%E7%99%BC%E7%82%8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HIV-1%E6%95%B4%E5%90%88%E9%85%B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9%BE%E6%BB%8B%E7%97%85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A%97%E7%99%8C&action=edit&redlink=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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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熱點 (維基百科，2017)。 

在化學上，薑黃素天然的酚類在固態和

溶液中主要是以烯醇式（enol form）存在，

其結構式如下圖所示(維基百科，2017)。由於

薑黃素不溶於水和乙醚，但溶於乙醇、丙酮、

冰醋酸和丙二醇，因此我們可以利用乙醇(藥

用酒精)作為溶劑，將市售薑黃粉與乙醇調合

後，做成酸鹼指示劑溶液或製成試紙，讓小

朋友試著利用薑黃試劑或試紙檢測不同性質

的水溶液。 

 

薑黃素的結構式，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本課程實驗器材 

一、薑黃試劑與試紙製作器材 

1.燒杯(50ml)  一個       2.湯匙  1

支      3.藥用酒精(濃度 95%)  一瓶 

4.市售薑黃粉 一罐        5.乳膠手套  

12 雙 

6.圍兜 6 件               7.晾衣夾  

26 支   8.A4 影印紙  13 張 

二、無字天書活動每組器材 

1.試管、試管架、燒杯 

2.酸鹼水溶液 6 種(鹽水、糖水、醋、檸

檬汁、小蘇打水、肥皂水) 

3.白色蠟燭 

4.水彩筆 

 

■教學流程 

壹、準備活動(引起動機) 

1.教師在課堂上分發薑黃粉讓每組學生觀

察，並說明薑黃粉是製造咖哩的主要原料。 

2.以簡報介紹薑黃和薑黃素的關係，認識薑

黃素（curcumin）是薑黃中存在的天然食用

色素。 

3.向學生解說薑黃粉中的薑黃素可以製作指

示劑，就像五年級學過的紫色高麗菜汁中

的花青素，遇到酸鹼水溶液會有不同的顏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9%E9%86%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9%99%E9%8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9%E9%85%A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6%B0%E9%86%8B%E9%85%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9%E4%BA%8C%E9%8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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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變化。 

 

貳、發展活動 

活動一：當酸鹼水溶液遇到薑黃指示

劑 

1.取 3 公克薑黃粉到一個小燒杯中，加入 30 

ml 藥用酒精，用湯匙攪拌促進溶解，形成

黃色的薑黃酒精溶液，如圖一所示，即可

成為薑黃指示劑。 

2.每組準備 6 種酸鹼不同性質的水溶液：鹽

水、糖水、醋、檸檬汁、小蘇打水、肥皂

水，倒入試管，學生以滴管將薑黃指示劑

分別滴入 6 種水溶液中，觀察並記錄水溶

液在指示劑加入後的顏色變化，如圖二、

三。學生會發現薑黃素在鹼性的小蘇打水

和肥皂水中呈現紅褐色，在酸性的醋、檸

檬汁和中性的鹽水、糖水中則呈現黃色，

如圖四所示。 

 

  

圖一：自製薑黃指示劑材料 圖二：以薑黃指示劑檢驗水溶液 

  

圖三：觀察水溶液的顏色變化 圖四：水溶液遇薑黃指示劑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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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二：製作薑黃試紙 

1.傾析 100ml 薑黃指示劑到一個平底塑膠盆

中，固體沉澱物儘可能不要倒入塑膠盆中。 

2.放置一張 A4 空白影印紙到薑黃指示劑

中，均勻地沾濕，使整張紙染成黃色，如

圖五所示。 

3.指導學生取出張紙，以曬衣夾夾住紙張晾

乾，即製成黃色的薑黃試紙，如圖六所示。

待紙張乾燥後，可剪裁成如石蕊試紙大小

般紙張，直接作為檢驗酸鹼性的試紙使

用，如圖八。 

  

圖五  沾濕浸染 圖六  晾乾試紙 

  

圖七  小朋友參與試紙製作 圖八  剪成小張可作為試紙檢驗水溶液 

 

活動三：以薑黃試紙製作無字天書 

1.取一張已晾乾的薑黃試紙，利用白色蠟

塊在上面寫字或繪圖（例如：I love U），

此時圖畫或訊息是隱藏的，如圖九。提

醒學生以蠟塊在薑黃試紙上書寫或畫圖

時，蠟塊需要稍微用力的寫，讓線條粗

一點，才能使白蠟充分覆蓋字體表面。 

2.把寫好字的薑黃試紙平放桌面，用水彩

筆沾濕小蘇打水或肥皂水，塗抹在薑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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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紙蠟塊所寫的隱藏字面上，因為蠟不

溶於水，所寫的訊息即可呈現而出，如

圖十所示。 

3.提示學生除了使用蠟塊寫字，亦可拿水

彩筆或以戴上手套的手指沾濕小蘇打水

或肥皂水之後，直接在薑黃試紙上寫字

或畫出圖案，例如：將沾濕小蘇打水或

肥皂水的手掌在薑黃試紙上用力拍打，

便會留下一個如“血手印”的圖案，如圖

十一所示。 

 4.教師提問：想一想，如果沾過鹼性水溶

液的水彩筆在薑黃試紙上不小心寫錯了

字，要怎麼擦掉或修改呢？(解答：可以

利用醋或檸檬汁等酸性溶液塗掉，因為

文字遇到酸會還原為原先的黃色試紙，

如圖十二所示。) 

  

圖九 利用白色蠟塊寫字 圖十 塗上鹼性溶液後，可呈現所寫的文字 

  

圖十一 血手印一枚 圖十二 水彩筆沾醋可塗掉原先寫的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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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  小朋友利用薑黃試紙作畫或寫字 圖十四  小朋友利用薑黃試紙作畫或寫字 

 

參、綜合活動 

1.學生將完成的無字天書作品晾乾之後，以

透明膠帶黏貼在學習單上。 

2.指導學生填寫課程學習單及作品心得分

享。 

3.填寫課程回饋單。 

  

圖十五  學生作品一 圖十六  學生作品二 

 

■學生課程回饋單 

筆者在學習單背面設計了一份問卷，調

查學生對此次實驗與活動的看法及收獲，回

答問卷的六年級學生共 26 人，男女各 13 人，

問題與摘錄如下。 

問題 1  你對這個活動所感受到的喜

愛程度如何？(5 選 1) 

表一：學生回答問題的答案統計 

選

項 

非常喜

歡 

有點喜

歡 

普通 不太

喜歡 

非常

不喜

歡 

人

數 

21 4 1 0 0 

比

率 

80.8% 15.4% 3.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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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一可知道，有 80.8%的學生在教學

活動結束後，對於此課程的感受是「非常喜

歡」，15.4%感到「有點喜歡」，只有 1 位學

生回應喜愛程度「普通」，經筆者私下訪查

這位回應喜愛程度是「普通」的學生，了解

到這位學生是因為畫錯了自己所設計的圖案

而感到沮喪，故勾選了這個選項。因此，整

體而言，在學生心中這是一個令他們感到喜

愛的課程設計，學生對此教學活動接受度頗

高。 

 

問題 2   承上題，為什麼你會勾這個

選項？因為… 

根據參與學童的問卷回饋，他們之所以

會勾選喜歡的原因是對課程活動感到好玩、

有趣，認為薑黃素遇到酸鹼水溶液的變化現

象很新奇。本次進行實驗的學生班級共有 26

位學生，以 S01～S26 為代號，摘錄幾位同學

特別的學習感受，分享給大家(如下所示)。 

S01：非常喜歡，因為可以玩變色，覺

得很酷，我很喜歡這個活動。 

S03：非常喜歡，因為可以讓字變不

見，又可以變出來，讓我很喜歡這次的課程。 

S05：非常喜歡，因為先得很好

玩，希望以後也會多做這類實驗，藉由

實驗讓我們知道其原理，而不是用死背

的方式。 

S10：非常喜歡，因為我覺得很新

奇有趣，沒想到用不同性質的水溶液，

竟然能夠畫畫，這真是太奇妙了！ 

S15：非常喜歡，因為很好玩、有趣，

活動很棒，讓我更喜歡做實驗！ 

S16：有點喜歡，因為有趣，以前都沒

有玩過，而且還複習了之前五下自然的課程。 

S17：非常喜歡，因為覺得很新

奇，第一次做這種神奇的實驗，原本不

知道薑黃會有這種變化，學到很多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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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5：有點喜歡，因為滿好玩的，覺得

很特別，希望下次還有類似的活動。 

    

問題 3   在這次的課程中，你學到了

什麼？ 

課程結束後，學生是否學習到課程中的

核心概念，是教學者設計課程的主要目標，

本次進行課程的學生學到了什麼，根據參與

學童的問卷回答，他們在課程活動中的主要

學習收穫是了解如何利用薑黃試紙及試劑檢

驗及分辨水溶液的性質。筆者摘錄如下： 

S01：我學到薑黃試紙可以因為酸鹼

溶液不同而變色，也學會了

操作的方法。 

S05：薑黃試紙遇到中性和酸性水溶

液不會變色，遇鹼性水溶液

則變成紅褐色。 

S09：我學到薑黃也可以做成薑黃試

紙，還能測出水溶液的酸鹼

性。 

S10：我學到了鹼性水溶液碰到薑黃

試紙會變紅褐色，而酸性水

溶液不會變色。 

S15：學到更多有關自然科學的知

識，知道有薑黃這個東西，

很好玩。 

S19：原來薑黃試紙居然可以用小蘇

打水和肥皂水來寫字和印手

印。 

S17：我學到如何製作無字天書，學

習到更多關於自然科學的知

識。 

S25：我學到了用鹼性水溶液可以在

薑黃試紙上寫出自己想出的

字。 

S26：我學到如何運用薑黃試紙來分

辨水溶液是酸性還是鹼性，

還學到如何製作出無字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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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 

 

■教師的教學省思 

經由學生的回饋，讓筆者可以更了解孩

子們心中對課程活動的想法，亦深感國小自

然課程的化學實驗讓孩子藉由「做中學」的

重要性。從回饋單中我發覺到，化學課程的

學習方式如果能透過實際的操作和活動讓學

生親自體會，這種學習方法遠比講敘式的教

學，要求學生去強記死背實驗的結果，更容

易在學生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記，而透過實驗

本身的樂趣帶給學生科學知識和方法，這就

是化學實驗課最能吸引學生學習的動力來

源。教師若能善用國小學童與生俱來的好奇

心，經常以「動手玩科學」的方式引導他們

探究化學的原理原則，大多數的孩子毋需勉

強，大都願意投入科學活動，進入知識的殿

堂一窺科學奧妙，並且樂在其中。 

 

■課程實施過程及注意事項 

一、本次主要課程活動設計大約需兩節課的

時間，第一節為複習水溶液的酸鹼性質

及五下時學過的酸鹼指示劑及石蕊試紙

概念，再取出薑黃粉介紹薑黃及薑黃

素，複習時學生大都能回答相關的提

問，同時也能明白指示劑的功用。接著

製作薑黃試劑檢驗水溶液性質，最後分

組做出各組所需的薑黃試紙晾乾，待第

二節課進行無字天書活動時使用，第二

節活動完成後，再發下學習單討論與習

寫。 

二、薑黃的顏色著色力強，不易褪色，很不

容易洗掉，學生在製作試紙染色時，應

避免碰到衣物，所以事前要穿戴圍兜及

手套，做好防護，另外桌面及地板也要

舖上廢紙，以免浸染。 

三、學生對蠟塊作圖寫字的技巧不熟悉，往

往用力過小，不易在紙上留下蠟塊痕

跡，使無字天書不易顯影，教師可以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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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示範操作方式，讓學生在白紙上先行

練習後，再寫到薑黃試紙上，比較容易

成功。 

 

■結語 

國小高年級階段的化學課程多安排在五

年級，六年級比較沒有機會接觸到化學實

驗，此次透過薑黃試紙的製作，讓學生重新

複習五下「水溶液的酸鹼性質」單元，也同

時完成了一個寓教於樂的化學實驗，學生們

都非常的高興，在教學觀察的過程中我看到

學生驚奇的表情，發現原來廚房裡的薑黃調

味料也可以這麼有趣。此課程讓學童們了解

到生活中處處皆科學的道理，學童在課後可

以應用自製的薑黃試紙去檢驗日常生活周邊

的水溶液，例如：浴廁裡各式清潔劑，其性

質是否屬於鹼性，而筆者也希望透過此次教

學活動讓國小學童更喜歡自然領域中的化學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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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教學資源平台。取自：

http://highscope.ch.ntu.edu.tw/wordpress/?p

=4902 

 

 

 

■附錄 

附錄一：教學活動設計簡案 

教學設計簡案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96%91%E9%BB%83%E7%B4%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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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主題名稱 無字天書現形記～有趣的薑黃試紙 

領域類別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教案設計 李  萍 

教學年段 六年級 教學時間 80 分鐘 

教學目標 

1.了解薑黃素可作為天然酸鹼指示劑。 

2.能觀察並了解薑黃試劑及試紙遇到不同性質的水溶液會有不同的顏色變化。 

3.製作薑黃試紙，進行無字天書活動。 

先備經驗 

1.學生在五年級學習過使用石蕊試紙檢測水溶液的酸鹼性質。 

2.學生在五年級學習過製作紫色高麗菜汁等天然酸鹼指示劑，並了解指示劑滴

入不同酸鹼性質的水溶液，會產生不同顏色的變化。 

評量方式 提問、實驗操作、學習單 

-教   學   設   計   內   容- 

                       教學活動   教學時間   教學資源 

壹.準備活動 

一、各組觀察薑黃粉末，以簡報說明其來源和用途。 

二、認識薑黃素是薑黃中存在的天然食用色素。 

三、說明薑黃粉中的薑黃素可以製作指示劑使用。 

貮、發展活動 

活動一：當酸鹼水溶液遇到薑黃指示劑 

1.以酒精和薑黃粉調製薑黃指示劑。 

2.取調製好的薑黃指示劑檢驗 6 種酸鹼不同性質的水溶液，觀察水

溶液的顏色變化。 

活動二：製作薑黃試紙 

1.以白紙浸潤於薑黃指示劑染色後晾乾，製作薑黃試紙。 

 

5 分鐘 

 

 

 

15 分鐘 

 

 

 

20 分鐘 

 

 

 

25 分鐘 

 

 

教學 ppt 

 

 

 

 

實驗器材 

 

 

 

實驗器材 

 

 

 

實驗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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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將試紙剪成小張狀，檢驗酸鹼不同性質的水溶液。 

活動三：以薑黃試紙製作無字天書 

1.取薑黃試紙，以白色蠟塊在薑黃試紙上寫字或繪圖，再試著以塗

上鹼性水溶液，觀察文字或圖案如何顯現而出。 

2.以水彩筆沾濕鹼性水溶液，直接在薑黃試紙上寫字或畫出圖案。 

3.試著以酸性水溶液擦去已寫好的字或圖案。 

參、綜合活動 

1.將完成的無字天書作品晾乾之後，黏貼在學習單上。 

2.指導學生完成課程學習單及分享作品。 

3.填寫課程回饋單。 

 

 

15 分鐘 

 

學習單 

課程回饋單 

 

附錄二：課程學習單及教學回饋單 

                

六 年 (   )班(   )號      姓名：(           ) 

一、我的作品  

將製作完成的「無字天書」字畫， 

以鹼性水溶液現形，最後黏貼在 

右邊方框空白處喔！ 

 

 

 

 

 

 

 

二、薑黃試紙的原理分析  

 1.薑黃素可作為酸鹼指示劑，浸泡過薑黃素的薑黃試紙遇到酸性和中性水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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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呈現(    )色，薑黃試紙遇到鹼性水溶液，則會呈現(     )色。 

2.小蘇打水或肥皂水為(    )性水溶液，這兩種水溶液塗在薑黃試紙上，會使試

紙變成(     )色。 

3.如果要讓已經變成紅褐色的薑黃試紙再度變回黃色，可以選擇哪些水溶液塗在

紙上？請打 V 

  (     )小蘇打水   (     )食用醋    (     )肥皂水    (     )檸檬汁 

 

我對「無字天書現形記~有趣的薑黃試紙」活動心得 

問題 1 .你對這個活動所感受到的喜愛程度如何？(5 選 1) 

□非常喜歡 

□有點喜歡 

□普通 

□不太喜歡 

□非常不喜歡 

 

問題 2 .承上題，為什麼你會勾這個選項？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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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在這次的課程中，你學到了什麼？ 

 

 

 

 


